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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改革开放庆祝改革开放4040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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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百姓话说身边新变化百姓话说身边新变化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从服装清一色的蓝、

灰、黑到如今的多元色，从食不果腹到吃得健康，
从步行到自行车再到私家车、从平房到楼房……
40年改革开放犹如春风化雨，让我区居民切切
实实享受到了改革发展的成果，生活水平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年已有81岁高龄的程振巧老人是我区的
老居民了，她见证了40年来我区居民生活水平
的变化。一提到改革开放，老人便滔滔不绝地
向记者讲述了40年来，她在衣、食这两方面亲身
经历的巨大变化。

服饰：从黑灰军绿到绚丽多彩
改革开放40年，服饰的变迁是其中最细微

的体现。改革开放前，人们的服饰以深色调为
主，无论男女都是蓝、灰、黑，可选择的面料也不
多，款式也比较单一。能有一件不打补丁的衣
服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奢望。

后来，中国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大门，很多新
鲜事物涌进人们的生活，打破了整齐划一和单
调乏味的服饰格局。“流行的喇叭裤、蝙蝠衫、连
衣裙这样的衣服，更是赢得了年轻人的青睐。”
程振巧笑着说：“当时河滩的贸易大楼、‘大百’
也是刚建成，大家都去那里买衣服，别提多高兴
了。”

随着开放程度日益加深，如今，服装的主要
作用已经不再是御寒，它成为了一种个性魅力
的体现。不管是从中山装到西装，还是从普通T
恤衫到格子衫，不管是衣服的种类、面料、样式
都越来越时尚，居民有了更多的选择，并懂得了
更多美的知识，逐渐学会了根据身材、场合选择
适合的服装。

说起自己这些年的变化，程振巧说：“虽然
我今年81岁了，但感觉越来越年轻。现在家庭
条件也好了，想买什么就能买到，想穿什么就能
穿什么，以前没穿过的蚕丝衣服，我现在就有好
多，年纪大了也要赶潮流，穿得时尚，活得精
彩！”

饮食：从充饥温饱到健康养生
改革开放初期，粮食仍是不够，家家省着

吃，全国各地城乡主副食品都是凭票供应，买粮
食得用粮票，买油得用油票，真正是有票走遍天
下。数据显示：1978 年，我区财政收入只有
1529万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6元，农
民人均纯收入166元；2017年，我区的财政收入
已经达到29.6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也增长到了45680元，市民的收入提升了近200
多倍。据程振巧回忆，一年中粮食供应最丰富
的时候就是春节前，会凭票购买大米、白面、花
生、小麻油、食用油等。

“那时候是没有娃娃菜、西兰花这些蔬菜
的，到了冬天，各家都要买上好多大白菜、萝卜、
土豆，把它们储存起来能吃一冬天。”程振巧说：

“尤其是白菜帮子根本舍不得扔，用它蒸包子、
包饺子、腌成酸菜，反正一点都不能浪费。现在
的年轻人没感受过所以不能理解，我们真的是
过惯了省吃俭用的日子咯！”

粮食从计划着吃到变化着吃，饮食的变迁
见证着民众生活质量的提升，也见证着改革开
放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可不一样了。‘下馆子’
再也不是奢望，大鱼大肉早就不稀奇了，现在讲
究的是饮食结构、营养搭配，怎么吃得健康，连
进口食品也能买到，再也不用为吃而发愁了。”
程振巧告诉记者。

娱乐：从匮乏单调到丰富多样
40年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物质还比较

贫乏，我区居民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文化生活
可以说比较贫乏。作为我区老居民的孙秀芹老
人同样也见证了40年来我区在娱乐文化方面的
发展变化，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虽然很单调，但
每个人都很快乐。

“那时候，小孩儿们的主要活动是跳绳、跳
房子、跳皮筋；年轻人的主要活动是打扑克、下
象棋，”虽然已有85岁高龄，但孙秀芹依然清楚
地记得那时候的点点滴滴，她回忆道：“最有趣

的事就是看电影。大家一般都喜欢去看露天电
影，电影票5分钱、1毛钱就能买到，到区影剧院
看得2毛钱呢，很少去。不过每看一次电影就特
别激动，能开心好几天。”

后来慢慢出现了歌厅，“赶时髦”的居民开
始去歌厅唱歌、跳舞。“我儿子他们这些年轻人
开始追星了，还去看过崔健、田震、齐秦这些歌
星的演唱会呢！又坐公交又乘地铁的，一个多
小时的路程，他们也照去不误。”孙秀芹笑着说。

随着我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科学技术
的不断革新，从缺衣少吃的年代到如今的衣食
无忧，居民的生活水平实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
跨越，生活水平明显提升，文化生活也是更上一
层楼，更加优质的精神生活更是成为了居民不
懈的追求。

为此，近年来，我区不断加大为民工程的投
入力度，建设和完善休闲健身娱乐场所，不仅修
建了葡山公园、永定河文化广场、门城湖公园
等，还建设了文化活动中心，它们已成为了居民
休闲、娱乐、旅游、健身的最佳去处。“现在，人们
对身体健康的要求越来越高，在广场上早晨可
以晨练，晚上可以跳广场舞，我现在啊，身体倍
儿棒！特别满足！”在永定河文化广场健身的居
民刘腾大妈说。

此外，伴随着智能手机、电脑、互联网等高
科技的出现，使得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起
来。“前阵子闺女给我买了个智能手机，我学了
好久才学会怎么发微信，”孙秀芹一边拿着手机
示范一边对记者说：“每天都得复习一遍怎么发
语音、视频聊天，一天不学习就跟不上‘潮流’
了，可真是进入新时代了，活到老学到老。”

龙泉镇多措并举扎实推进拆违工作
本报讯（记者 李冰）“拆除违法

建设也是进一步为百姓营造良好
的生活环境，您放心，不会只针对
一处的违建进行拆除，所有的违建
都会有序拆除的。”近日，龙泉镇三
家店村二分社积极推进拆违工作，
对村内承包土地出租的违建实施
拆除。

为了工作的顺利进行，村两委
班子与相关工作人员实地查看，动
员召开多次座谈会，讨论进一步工
作方法，听取大家意见和建议，告知
违建户政府对违法建筑拆除的决心
和力度。据介绍，三家店村二分社
涉及41处，面积32794平方米，已
签约26户，拆除15258平方米，剩
余工作正在稳步推进，全力为百姓

营造更加舒适、整洁的生活环境。
记者从龙泉镇了解到，针对拆

违工作，龙泉镇细化任务分工，全
面部署。镇领导班子、包村居干
部、村两委干部通力合作，密切配
合,对拆违工作进行认真分析，明
确任务分工，全面覆盖龙泉务、琉
璃渠、三家店、大峪及中上片拆违
工作。做到巡查、防控、宣传有计
划、有步骤、全覆盖、全动员。

龙泉镇拆违工作全力进行中，
任务落实讲求一个“效”字。为积
极推进拆违进度，做到有办法、有
耐心、讲规矩，各级干部充分发扬

“五加二、白加黑”精神，深入每家
每户中讲政策做宣传，实现入户率
100%，充分做好群众工作，保障签

订协议后的及时跟踪与按时拆除，
不断提高拆违工作推进力度。截
至目前，全年全镇已拆除72处，拆
除面积100340平方米，腾退土地
147456平方米。

拆违行动是强势的，但处理问
题还是要为群众考虑全，龙泉镇群
众工作讲好一个“通”字。该镇成
立控违拆违维稳工作专项小组，积
极做好政策法律法规解释和群众
思想工作，努力做到不因控违拆违
而引发不必要的各类信访事件及
威胁社会稳定事件发生。通过规
范拆违工作流程、理顺工作机制，
从源头做好风险防控工作。

与此同时，围绕拆违“百日攻
坚”专项工作，镇纪委积极开展监

督，全程跟踪进展，落实专项督查，
充分警示威慑。针对发现不及时、
拆除不彻底等现象，跟进干部约谈
问责，对向违建户通风报信或替其
说情等现象，跟进监督执纪。通过
流程把控，公开举报电话坚决杜绝
拆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吃、拿、
卡、要”等行为。

据悉，自拆违“百日攻坚战”以
来，龙泉镇拆除 44 处，拆除面积
47013平方米，腾退64359平方米，
拆违工作效率明显提升。下一步，
龙泉镇将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继
续开展相关工作，依照具体工作方
案，有序推进拆违工作，确保圆满
完成工作任务，打造健康宜居和谐
的人文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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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力兵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

研究听取我区棚户区改造
工作进展情况等有关事项

本报讯 9月 25日上午，区委
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听取我区棚
户区改造工作进展情况等有关事项。
区委书记张力兵出席并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棚户区改造工作
进展情况。2018年以来，我区加快
推进棚改安置房建设、加大前期手
续办理的协调力度、提高资金使用
效率，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会议强调，棚改工程是全区的
一号民生工程，要以“交给人民群
众质量有保障的安心房”为目标，
着力解决制约工程建设的重点和
难点问题，努力打造廉洁、优质、高
效的棚改工程，坚决打赢打好我区
棚户区改造攻坚战。

会议要求，要加快推进棚改工
作，加强组织领导，发挥好区级工
作专班、专项工作专班的作用，强
化组织协调调度，想方设法、攻坚

克难，以只争朝夕的干劲，加快安
置房建设，确保如期完成安置任
务；合理安排工作时序，超前考虑
工作中可能存在的困难，力争在冬
施前完成土方工程任务；完善工程
建设监督管理机制，加大工程质量
监督检查力度，切实保证棚改安置
房建设质量。要做好回迁群众的
安置服务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将群众的安危冷暖放
在心上，积极做好回迁服务和已回
迁群众的回访工作，加大待回迁困
难群众救助保障力度，加强与群众
的沟通交流，及时解决群众合理诉
求。要高标准做好回迁社区的服
务管理工作，打造精品社区，为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奠定基础。要加
大棚改工作宣传力度，及时宣传棚
改工作的进度和举措，争取群众对
棚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付兆庚针对“百日攻坚”及浅山区
违法违规用地整改工作要求

加大思想教育 讲清政策
高质量 高标准 按时完成任务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10
日上午，我区召开违法建设“百日
攻坚”及浅山区违法违规用地整改
工作专题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在听取了各相关镇街的汇报后，
付兆庚要求，要严格按照市委、市政府
相关要求和重大部署，提高政治站
位，扛起生态文明建设大旗，再动员、
再部署“百日攻坚”专项行动，再次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确保如期实现基
本无违建区的目标。要做好被腾退
人员的思想工作，加大思想教育、疏
导，讲清政策，使百姓理解，把工作做
到极致，高质量、高标准按时完成任
务，同时充分发挥好“街乡吹哨、部门
报到”机制作用，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和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做出贡献。

副区长赵北亭、王涛、薛志勇
一同参加。

本报讯（记者 屈媛）10月9日
下午，我区召开龙山家园停车相关
问题调度会。区委副书记、区长付
兆庚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区住建委、大峪办事处分
别汇报龙山家园停车问题。付兆庚
指出，停车乱象严重影响地区城市形
象，相关部门要根据新颁布的北京市
机动车停车条例严格执行，切实为百
姓提供优质的停车服务。要尽快启
动龙山家园小区停车收费工作，同时
加强小区外围停车管理，确保将龙山
家园停车问题解决好、解决到位，早
日为小区业主创造舒适有序的生活。

付兆庚强调，一是讲清政策，
做好工作。相关单位要积极配合

社区及物业上门做好宣传工作。
二是物业公司要认真履行职责，切
实做好服务工作。要按照自身的
资质等级做出相应的服务，积极研
究制定优惠收费等激励奖励机
制。三是做好全区停车规划研究，
确保停车问题做到有序、依法、规
范。四是属地认真履行好维稳的
职责，做好相关维稳工作。物业公
司要摸清底数，统计好车位与车辆
数量，切实消除不稳定因素。五是
依法打击恶意扰乱社会秩序的违
法行为。区公安机关要结合扫黑
除恶工作严厉查处可能发生的不稳
定因素，切实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

区领导张永、赵北亭出席会议。

我区召开龙山家园停车相关问题调度会

优化深山居民出行
我区新开通两条“村村通”公交线路

本报讯（记者 王腾 通讯员
刘天通）记者从区交通局了解到，
近日，为不断优化我区山区公交
运营环境，解决深山区百姓出行
难问题，区交通局加强实地调研，
结合山区道路建设情况，经与市
公交集团第八客运分公司沟通协
调，新开通了M29路、M30路公
交线路，进一步方便碣石村、黄土
贵村、樱桃沟村、水峪嘴村、斜河
涧村等地区百姓日常出行。

据了解，M29路公交线路全
程共11站约24公里，起点为斋堂
公交场站，终点为碣石村，营业时
间为早7时30分，晚16时10分，
反向时间为早 8时 20分，晚 17
时。收费采用分段计价，最高票
价5元，无人售票。

M30路公交线路全程共16
站约23公里，起点为河滩，终点
为樱桃沟村，营业时间为早6时、
9时30分，晚17时，反向时间为

早7时、10时30分，晚18时。收
费采用分段计价，最高票价5元，
无人售票。

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开通便民公交车，是一项便民工
程、惠民工程，不仅逐步打通了服
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也为周边
群众发展生产、沿途乡村发展经
济提供了基础保障。区交通局将
进一步为山区群众提供经济实
惠、安全便捷的运输服务。”

本报讯（记者 史佳怡）10月11
日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付兆庚
带队到区公安分局调研。

在听取了副区长孙鸿博汇报
2018年工作开展情况后，付兆庚
对区公安分局为地区建设做出的
贡献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在下
一步的工作中，一是要充分认识公
安工作在全区目前大发展、大建设
中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
求。要深入学习市委书记蔡奇到
我区调研时的讲话精神，扛起生态
文明大旗，保青山、保蓝天、保绿
水，让山区老百姓捧好金饭碗，当
好看山人。要严格落实好市委、市
政府和区委、区政府相关要求和重
大部署，结合我区实际，找准自身
位置，确保市、区两级各项工作顺
利推进，确保地区和谐稳定。二是
要加大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工作
力度，确保地区黑、恶势力得到依
法有效的打击。要紧抓扫黑除恶

专项行动有利契机，把工作做实、
做细、做出成效，全力维护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加大扫黑除
恶宣传力度，做到家喻户晓，人人
皆知。三是要内强素质、外树形
象，全面提升公安队伍的整体素
质。要加大业务培训力度，加强日
常工作中的形象培养，使公安干警
特别是基层公安干警能学有榜样，
赶有目标，从而提升人民群众安全
感和群众满意度。四是要进一步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确保公安队伍
纯洁、干净，廉洁自律警钟长鸣。
五是要全面加强从严治党，确保公
安系统党的建设得到全面加强。
尤其是要抓实基层党组织建设，加
强对基层党员日常教育管理，努力
培养出一支业务精、执法规范的优
秀团队，继续为区域建设做出贡
献。

区委常委、统战部长张永一同
调研。

付兆庚针对公安工作强调

要加大扫黑除恶专项行动的工作力度
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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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为首都增色我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为首都增色
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

本报讯（通讯员 韦雪青）时值
金秋，正是反季节绿化和种植的大
好时节。雁翅镇淤白村的荒山上
正忙得一片火热，整地挖坑、栽植
苗木等各项工序有条不紊地进
行。一群特殊的队伍驮着树苗、水
管等各种绿化物料，整齐地走在上
山的小路上，这是我区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工程荒山造林的施工现场。

据了解，山高坡陡、立地条件
差的高山地区，机械化操作需要先
修路，不仅难度极大，还会对山体
和原有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破
坏。用人工造林困难更多，挖坑、
运苗、填土、浇水等，样样工作都要
付出百倍的努力。为了更好地保
护环境，以更快的速度抢抓反季节
种植的关键时期，我区2018年新一
轮百万亩造林工程施工过程中，秉
承“用生态的办法解决生态问题”
的理念，一方面加大人工的投入，
另一方面采用的特殊运输方式
——骡队来运送物料，每一头骡子
都由专人牵引，并佩戴专用的粪
兜，最大限度提高种植效率，最大
限度降低对自然环境的不良影响。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生态环

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
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
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护上一
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
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
吃卯粮、急功近利。生态环境保护是

一个长期任务，要久久为功。因此，从
2018年开始，市委、市政府将新一轮
百万亩造林工程作为一项重要工作，
计划用5年的时间，在北京的浅山区、
平原区和中心城区再造100万亩城市
森林，以期构建北京生态环境的“四梁

八柱”，形成新旧相融、廊道相同、结构
自然、功能多样的稳定的生态系统。

我区作为京西的生态屏障，实
施好新一轮百万亩造林工程，对全
面建设生态涵养区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我区2018年新一轮百万
亩造林工程涉及全区8镇2街70个
村，绿化总任务46252亩，包括城
区绿化1052亩，平原造林（平缓地）
6130亩，山坡台地13796亩，拆迁
腾退地24亩，荒山造林25050亩，
留白增绿219.2亩。目前，各项工
程都在有序推进。

据悉，我区新一轮百万亩造林
工程突出在更大尺度上植树造林，
讲究生态上的互联互通和生物物种
的多样性，突出乡土树种的利用和
食源、抗逆、景观、抗旱、耐贫瘠等乔
灌草的科学配置，坚持先进理念、实
用技术和管理模式的创新和落地，
充分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的系
统治理，努力构建新型绿色产业，力
争在更大程度上把森林资源转变为
绿色资本，实现造林绿化与乡村振
兴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生物多样
性，把绿水青山真正转变为给农民
带来持久生态红利的金山银山。


